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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O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144) 

總目：  (142) 政府總部: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沒有指定 

綱領： (1) 效率促進組 

管制人員： 行政署長 (蔡潔如女士) 

局長： 行政署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第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LWB(WW)0065 回覆(4)指，開發中的新系統，只是用來處理社署管理的多項社會保障計劃的申請及個

案。那林鄭司長早前表示，未來將不同部門負責的各項福利一站式(如長津、公屋租津等)處理又何時

可以出現？當局有否計劃、時間表？如社署換系統都要 6、7 年，延誤又延誤，那這個一站式部門的

系統，可能開發更長，當局是否要加快處理？ 
 
提問人：陳婉嫻議員 

答覆： 

效率促進組完成就福利行政管理有否機會作出系統式改善的研究後，行政長官在 2014 年《施政報告》

宣布，政府將會聘請顧問研究就福利行政管理設立一站式便民服務的可行性。研究預計在 2014 年內

完成。待完成該研究後，我們會進一步考慮實施細節，包括執行的計劃和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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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O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95) 

總目：  (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政府檔案處  

管制人員： 行政署長  (蔡潔如女士)  

局長： 行政署長  

此問題出自：  

問題： 

按答覆編號 CSO025，及行政署長在四月二日特別財委會會上口頭答覆，檔案署計劃在

2014-15 年動用約 29 萬元向英國國家檔案館購買關於中英談判，主權過渡安排的檔案。請當

局告知本會：  

1. 該等檔案的名稱；開檔立案及結案的日期；  

2. 會否公開該等檔案，供公眾查閱；  

3. 該等檔案是否有關中英談判及過渡安排的全部？  

提問人：何秀蘭議員  

答覆： 

1. 政府檔案處計劃在2014-15年度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購入227項與香港有關的歷史檔案的

複製本。這些檔案選自英國國家檔案館9個檔案類別。除了與香港的未來有關的檔案(如
中英談判及主權移交 )之外，這些檔案並涵蓋移民管制政策、新界的發展、政治情報、

香港的防衞、中港的政治關係、憲制發展、九龍城寨、越南難民、英國國籍法、移居香

港的中國移民、入籍香港等其他主題。這些檔案的詳情如下：  

  
檔案類別  

擬購買檔案所

涵蓋的年份  
i 首相辦公室，書信及文件，1974-1979 年  1977-1979 年 
ii 首相辦公室，書信及文件，1979-1997 年  1979-1983 年 
iii 殖民地部和其前身：機密(一般事項)及機密通信原件  1946-1951 年 
iv 殖民地部和聯邦事務部：國防部及其後接掌單位：通信原件  1952-1959 年 
v 殖民地部和聯邦事務部：遠東科和其後接掌單位：登記檔案  1954-1965 年 
vi 外交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遠東科：登記檔案  1971-1980 年 
vii 聯邦事務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香港事務科：香港、英屬洪

都拉斯、英屬印度洋地區及塞舌爾登記檔案(HW 及 HK 系列)  
1967-1980 年 

viii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和其前身：國籍和條約科：登記檔案  1976-1977 年 
ix 內閣辦公室：國防部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會議記

錄及文件  
1963-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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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檔案將會供公眾查閱。  

3. 否。由於英國國家檔案館部分與香港的未來及相關主題有關的檔案可於戴卓爾夫人基金

會(基金會)網站查閱，與其購買這些檔案，我們建立了連接至基金會網站的超連結，以

便公眾查閱有關檔案。我們並會就這個主題最新檔案的發布，與英國國家檔案館及基金

會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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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O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09) 

總目：  (142)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分目： (000) 運作開支  

綱領： (2) 政府檔案處  

管制人員： 行政署長  (蔡潔如女士)  

局長： 行政署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  1   (如適用者)  

問題： 

據第 CSO025 號的答覆，請當局提供 2014-15 年度計劃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購入所選檔案複製

本的詳情。  
 
 
提問人：馬逢國議員  

答覆： 

政府檔案處計劃在 2014-15 年度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購入 227 項與香港有關的歷史檔案的複製

本。這些檔案選自英國國家檔案館 9 個檔案類別，詳情如下：  

 

  
檔案類別  

擬購買檔案所

涵蓋的年份  
i 首相辦公室，書信及文件，1974-1979 年  1977-1979 年 
ii 首相辦公室，書信及文件，1979-1997 年  1979-1983 年 
iii 殖民地部和其前身：機密(一般事項)及機密通信原件  1946-1951 年 
iv 殖民地部和聯邦事務部：國防部及其後接掌單位：通信原件  1952-1959 年 
v 殖民地部和聯邦事務部：遠東科和其後接掌單位：登記檔案  1954-1965 年 
vi 外交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遠東科：登記檔案  1971-1980 年 
vii 聯邦事務部和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香港事務科：香港、英屬洪

都拉斯、英屬印度洋地區及塞舌爾登記檔案(HW 及 HK 系列)  
1967-1980 年 

viii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和其前身：國籍和條約科：登記檔案  1976-1977 年 
ix 內閣辦公室：國防部及海外政策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會議記

錄及文件  
1963-1984 年 

 

這些檔案與香港的未來、移民管制政策、新界的發展、政治情報、香港的防衞、中港的政治

關係、憲制發展、九龍城寨、越南難民、英國國籍法、移居香港的中國移民、入籍香港等主

題有關。  


